
邵阳市教育局文件 
〔2018〕号 

 

关于开展“书香校园·师生共读”活动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中小学、中职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引导全市广大中小学生广泛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传统美德，养成“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的良

好习惯,不断増强中小学校园文化的人文底蕴,积极打造翰

墨飘香、格调高雅、文明向上的书香校园，努力提高学生的

思想道徳素质，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开

展 2018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印

发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印发的《关于开展 2018 年“书香湖南”全民阅读活动的通

知》、中共邵阳市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 2018 年“书香邵阳”

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市中小学、中



职学校开展“书香校园·师生共读”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活动主旨 

积极开展“书香校园·师生共读”活动，营造全民读书、

终身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引

导师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落实落地。 

二、活动主题 

读书・ 励志·修德。 

三、活动对象 

全区中小学(含中职)教师和学生。 

四、活动内容 

(一)夯实书香校园建设基础 

1、加强图书室和阅览室建设。各学校要加强图书室、

阅览室的建设和管理，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图书经费，在充

分听取师生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购置书目，及时添置适合师生

阅读的图书和报刊。 

2、充分发挥图书室和阅览室作用。各学校以班为单位

每周安排 1-2次集体借阅时间，同时增加学生自由阅读时间

图书室、阅览室要全天候开放，供师生阅读。有条件的学校

要设立立校园书吧或自助借阅机向学生开放，在教室或走廊

等处建立开放式图书架、图书角或图书柜，并经常更换图书，

让班级所有成员成为图书管理员、图书评论员。同时，通过



依托共享书店或组织学生交换图书阅读等形式丰富阅读资

源。 

3、强化读书阵地。各学校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装饰

阅读环境，努力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要通过设立读书橱窗、

读书板报等，充分展示学生的阅读成果。通过在学校走廊、

宣传栏和墙壁等处布置师生作品、名人名言等，为校园增添

书香气息。 

(二)开展“中华经典诵读”阅读活动 

组织全市中小学、职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阅读活动;

邀请专家进校园、进课堂开展诵读、书法、诗词知识讲座和

培训,广泛开展诵读“中华经典诗词”和“名家名著”主题

作品征集活动;充分利用好地方图书馆、新华书店、自媒体

等学习场所和工具，开展丰富多彩的诵读、书写、讲解、演

讲、吟诵、创作、展示等活动，加强中华经典的研究阐释、

教育传承及创新传播，集中展示、宣传、传播中华优秀语言

文化。鼓励支持学校和社会各界建立完善各种经典诵写讲社

团和组织，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营造全社会诵读经典的

文化氛围。委托第三方数据平台进行考评统计，评选全市年

度“书香少年”。 

(三)开展“经典伴我成长”青少年最喜欢的图书推荐

活动 

下发“经典伴我成长”青少年最喜欢的图书推荐书目

(附件 4)，帮助青少年儿童从阅读中找到快乐，激发广大学



生的读书热情，在全市青少年儿童中形成爱读书、多读书、

读好书的社会氛围,丰富全市青少年儿童的读书生活，促进

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四）开展教师阅读活动 

为使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提高理论素养和教育能力，养

成每日读书的好习惯，为建设书香校园，推动学习型学校的

形成作出贡献。要求以校为单位，在推荐书目中每位教师阅

读 5 本书(附件 5)。同时，委托第三方数据平台进行统计考

核，评选全市年度“书香教师”。 

(五)开展“书香校园”创建评比 

全市中小学校、中职学校均可申报参加“书香校园”和

“书香少年”、“书香教师”评选。自评申报阶段为 2019年

5 月至 2019 年 6月。评审展示阶段为 2019 年 5月-2019年 8

月。 

对符合条件的“书香校园”、“书香少年”、“书香教

师”,申报到县（市、区）教育局进行县级“书香校园”、

“书香少年”、“书香教师”评选,再由县教育局向市教育局

推荐 1-3 所学校申报“邵阳市书香校园”和推荐 10 人申报

“邵阳市书香少年”，推荐 5 人申报“邵阳市书香教师”。 

（六）组织“共享阅读,书送快乐”爱心捐书活动 

向全体师生发出爱心倡议,组织“共享阅读，书送快

乐”爱心捐书活动,委托新华书店长期接受捐书,定期整理

所捐书籍并将书籍送至农家书屋或偏远农村学校。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大力推动。各级教育局、学校要充分认识

组织开展“书香校园·师生共读”的重要意义,把这一活动

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广大青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有机结合,高

度重视,大力推动,引导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2.精心组织,抓好落实。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围绕市、县

教育局的总体部署,精心制定本校的活动方案,统筹策划和

组织实施,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工作落实,为“书香校园、师生

共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3.积极宣传,营造氛围。各学校要加强与新闻单位联系，

积极提供新闻线索和素材,结合自媒体及时报送活动信息,

推介先进典型,为活动的深入开展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

不断扩大活动吸引力、影响力和覆盖面。 

4.注重总结,不断创新。“书香校园·师生共读”活动是

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各学校要在

活动中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

体,推动此项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 

 

附件:1.邵阳市中小学“书香校园”评选测评表 

2.邵阳市教育局 2019 年度“书香教师”评选方案 

3.邵阳市教育局 2019 年度“书香少年”评选方案 



4.“经典伴我成长”青少年最喜欢的图书推荐书目 

5.教师阅读推荐图书书目 

 

 

邵阳市教育局  

2018 年 12 月 7 日 
 

 

 

 

 

 



附件 1-1： 

邵阳市中小学“书香校园”评选测评表 

A 级

指标 

B 级

指标 
评选指标 评选说明 自评分 县评分 市评分 

A1 组

织 领

导 20

分 

B1 
将“书香校园”活动列入学校文化建设重

要内容,成立创建活动领导小组。(4 分) 

以听取汇报和查阅

有关资料为准。 
   

B2 建立开展读书活动的工作方案。(4分) 以文本出现为准。    

B3 
成立教师、学生读书组织,每学期至少组

织一次全校范围的读书活动。(4分) 

查阅有关文字影像

资料和现场检查为

准。 

   

B4 
师生、家长对“书香校园”活动的知晓率

和参与率在 90%以上。(4分) 

以问卷调查和现场

访谈为准。 
   

B5 
有明确的读书活动主题和活动口号。(4

分) 

以查阅相关资料为

准。 
   



A2 环

境 设

施 24

分 

B6 

学校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校园书吧、自

动借阅机，图书、报刊杂志(党报党刊)足

量.(8分) 

以现场检查为准。    

B7 
学校藏书人均拥有小学不得少于 20本,初

中不得少于 25本。(4分) 
以现场检查为准。    

B8 

图书利用率高,校图书馆或共享借阅记录

日均借阅量达在校生数的 1/30 以上。（4

分） 

以现场检查和査阅

相关相关记录为准 
   

B9 
班级设有读书角或校园设有读书、读报橱

窗,并经常更新内容。(4分) 
以现场检查为准。    

B10 

有关读书的格言和标语悬挂在校园显著

位置。（2分） 

 

以现场检查为准。 

 
   

B11 
校园网站设有开展读书活动、创建书香校

因的网页。(2分) 

以查阅相关资料为

准。 
   



A3 

系 列

活动 

40分 

B12 
至少举办四项“书香校园”系列活动。(20

分) 

以活动录像和现场

记录为准。 
   

B13 
学生在各级读书评选活动中踊跃参加且

成果显著。（5分） 

以活动录像和现场

记录为准。 
   

B14 

教师在评选活动中率先垂范,积极参与

“师生共读”教师阅读活动,既指导学生

阅读,又自主阅读,撰写读书笔记,在读书

中提高业务水平。（5分） 

以活动录像和现场

记录和第三方阅读

平台统计数据为准。 

   

B15 
拥有自己的校报校刊，刊登教师学生作

品，介绍成功的经验做法。（10分） 

以查看报刊资料内

容为准。 
   

A4 

活 动

效果 

16分 

B16 

能确保充足的阅读时间，阅读课每周不少

于 1节；学生课外阅读时间每天不少于半

小时。（6分） 

以查阅相关教学资

料和现场座谈为准。 
   

B17 
学风、教风和校风良好，学生无不良行为。

（5分） 

以查阅相关资料为

准。 
   

B18 
在刊物（县、市、省、国家级）上发表关

于读书的文章、论文（5分） 

以查阅相关资料为

准。 
   

注:每项分三等记分,等次分数差距分别为总分的 1/3,如满分 6分,则分 6、4、2三等记分。



附件 1-2： 

邵阳市“书香校园”申报表 

申报时间:2018年    月    日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办学性质 公办（  ）民办（  ）其它（  ） 

学校类别 
中职学校（  ）九年制学校（  ）初中（  ）小

学（  ） 

学校主要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书香校园”

活动领导小

组人员 

姓名 职务 

  

  

  

学校规模 在校生    人；教职工   人；合计   人 

自评情况 

评选项目 得分 合计得分： 

组织领导  

 

环境设施  

“书香校园”

系列活动 
 

活动效果  

申报理由  

县、区教育局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师生共读”教师阅读活动实施方案 
 

一、活动时间 

第一阶段 2018年 月-2019年 月。 

第二阶段 2019年 月-2019年 月。 

二、活动对象 

全区中小学、中职教师。 

三、活动内容 

各学校根据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开展全校性的阅读活。 

1.“书香校园”阅读活动。以学校为单位,根据全校教

师的阅读情况,选择好适合教育工作者阅读的图书读物,营

造“书香校园”阅读氛围,形成校园全民阅读良好风气,推进

书香校园文化建设。 

2.教师阅读推进主题活动之“共读好书”。 

（1）主題活动:共读好书计划之ー一“我是教育管理者” 

活动对象:教育管理者 

共读书籍:《构建教育新模式》、《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推进研究》、《教育像什么》、《教育非常道》、《一片童心》 

（2）主题活动:共读好书计划之ーー“金牌班主任” 

活动对象:班主任 

共读书籍:《教育不简单》、《课堂因生成而精彩》、《班



主任工作全手册》、《让爱成为一种习惯》、《向孩子学习:一

种睿智的教育视角》 

（3）主题活动:共读好书计划之ー一“做幸福的老师” 

活动对象:全体教师 

共读书籍:《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做一个开心的教

师》、《教育原来如此美好》、《幸福教育的样子》、《做幸福的

老师》《不做庸师》、《花开的声音》 

（4）“书香校园”读后感征文比赛。各学校要开展读后

分享活动,利用互联网渠道,组织参与阅读的所有教师进行

线上感悟分享、思想交流和读后感征文活动,营造全区良好

的读书交流氛围。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书香校园”读后感征

文比赛。 

（5）“书香教师”评选。市教育局组织进行“书香教师”

评选活动,每阶段评选出 30 位“教师阅读之”(评选方案见

附件 2)。 

四、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各县市教育局、各学校要充分

认识校园“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性,结合自身实际,制定

本县市区、本校具体实施方案，成立活动组织机构，安排好

教师阅读购书资金,将工作落细，落小，落实，确保活动顺

利推进。 

2.精心组织，细化流程。各学校要创新活动形式，丰富

活动内容，积极打造全民阅读活动品牌，确保校园全民阅读



活动开展有成效，在全区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建议各学校

利用互联网渠道进行宣传，提升活动影响力，为全民阅读活

动营造良好氛围。 

3.强化考核,建立激励机制。各学校要确定具体负责人

同时制定校内教师考核细则和激励方案，要求每位教师每学

期阅读量不低于五本，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考核数据的采

集，确保活动全面展开。市教育局将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

查和考核，定期公布相关统计数据,确保考核数据的实时性，

公开性。 

五、活动参与方式 

1.各校根据学校教师人数、阅读需求将建设“书香校

园”所需的教师阅读书籍报至教育局教育股。 

2.通过关注、注册微信公众号，实现线下阅读,线上打

卡、分享读后感、微朗读、读后感征文等活动在全市教师中

建立良好的读书交流氛围。 

 

 

 

 

 

 

 

 



附件 2-1：： 

 

邵阳市教育局“书香教师”评选方案 
 

一、评选依据： 

参与“书香校园”教师阅读活动的教师须关注“”微

信公众号,注册会员,在公众号上完成阅读打卡、读后感分

享、微朗读、读后感征文等活动获得阅读积分,教师在活动

期问获得的个人阅读积分将作为评选依据。 

二、评选方式： 

微信公众号管理平台将向学校提供所有用户的统计数

据,个人阅读积分排名前 30 名教师将被评选为“书香教

师”。 

三、奖励方案： 

市教育局将分阶段向获评“教师阅读之星”、“优秀征

文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并纳入职称和评先评优考核体系。 

 

 

 

 

 

 

 



附件 3：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实施方案 
 

一、活动主题 

快乐阅读、阅读快乐,阅读群星闪烁,书香溢满校园。 

二、活动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含中职学生)。 

三、活动内容要求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由 4 个必达内容和 1 个参考内容

组成。 

1.必达内容 

（1）有一定的课外阅读量(占总分 15%) 

“书香少年”每学年度课外阅读书量和心得数量参考标准 

年 级 
一年

级 

二年

级 

三 年

级 

四年

级 

五年

级 

六 年

级 
初中 

中 职

学校 

阅读书

量（本） 
10 20 30 40 40 40 50 50 

心得数

量（篇） 
3 5 7 8 10 15 15 15 

（2）有浓厚的课外阅读兴趣(占总分 25%)。如在市、

县、区级阅读活动中表现突出并取得成绩,阅读的内容广泛,

有个人的阅读倾向,能影响带动同学参与阅读等。 



（3）有较好的阅读习惯(占总分 35%)。如有每天读书

的习惯,有摘录或写读后感、书评的习惯等。 

（4）有读书笔记、心得或读书卡(占总分 25%)。读书

笔记、心得真实感人,有独特见解,读书卡图文并茂、记录清

楚。 

2.参考内容 

在“中华经典诵读”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获得奖项。 

“书香少年”活动设县级奖 20名,市级奖 10名。 

四、推荐“书香少年”办法 

（一）报送材料 

1.推荐表(附件 3-1) 

2.参评学生简介(侧重介绍参加读书活动情况)以及彩

色一寸照和生活照各一张(照片须是电子版) 

3.参评学生参加各类读书活动优秀作品 1-2 篇(须是校

级以上活动获奖或在有关刊物发表,用 A4 纸手写或电脑打

印皆可) 

(二)报送方式 

附件 3-1:2019年邵阳市“书香少年”推荐表 

 

 

 

 

 



附表 3-1： 

2019 年邵阳市“书香少年”推荐表 
姓名  性别  

照片 

所在学校、班级  

指导老师姓名    

阅读数量（本）  

阅读书目 

 

 

（可另见附页） 

阅读心得数量（篇）  
网上阅读测试成

绩（分） 
 

阅读主要事迹等（附后） 

阅读心得 1-2篇（附后） 

县（区）教育局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经典伴我成长”青少年最喜欢的 
图书推荐书目 

书号 书名 定价 出版社 年级 

9787553957326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一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一年级 

978755381008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年级上册） 21 岳麓书社 一年级 

9787107327131 
快乐读书吧·一年级上册  和大人一起读（1-4 册） 

48 北京日报 
一年级 

2219520053 39.8 人民教育 

9787570402403 
快乐读书吧·一年级下册  读读童谣和儿歌（1-4 册） 

48 北京日报 
一年级 

2219520054 39.8 人民教育 

  我上学了（一年级上下册） 40 
西南师范大

学 
一年级 

9787556232260 超好读：给孩子的中国经典(彩绘本）:三字经 29.8 湖南少儿 一年级 

9787556212811 汤素兰图画书系列·挤不破的房子 15 湖南少儿 一年级 

2219520140 中华经典诵读 ·一年级（春季版） 8 
湖南电子音

像 
一年级 

2219520111 小学语文阅读·一年级下册 10 湖南教育 一年级 

2219530079 国学·一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一年级 

合计 266.40/282.80 

9787553957333 这样爱你刚刚好 我的二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二年级 

2219520141 中华经典诵读 ·二年级（春季版） 8 
湖南电子音

像 
二年级 

9787570204397 
快乐读书吧·二年级下册  七色花 

18 
北京理工大

学 二年级 

2219520063 13.8 人民教育 

  
快乐读书吧·二年级下册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8 
北京理工大

学 二年级 

2219520062 12.8 人民教育 

9787570204397 
快乐读书吧·二年级下册  愿望的实现 

18 
北京理工大

学 二年级 

2219520061 10 人民教育 

9787570204007 
快乐读书吧·二年级下册  神笔马良 

18 
北京理工大

学 二年级 

2219520060 13.8 人民教育 

  我爱读书（二年级上下册） 40 
西南师范大

学 
二年级 

2219520112 小学语文阅读·二年级下册 10.5 湖南教育 二年级 

2219530080 国学·二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二年级 



9787556234547 汤素兰暖房子童话（美绘注音版）:挤不破的房子 26 湖南少儿 二年级 

9787556233465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注音版）：小王子 22 湖南少儿 二年级 

978755381009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年级上册） 22 岳麓书社 二年级 

合计 241.90/263.50 

9787553957340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三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三年级 

2219520142 中华经典诵读 ·三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三年级 

9787547723234 
快乐读书吧·三年级上册  稻草人 25 

北京日报 
三年级 

2219520066 人民教育 

9787547714843 
快乐读书吧·三年级上册  格林童话 25 

北京日报 
三年级 

2219520065 人民教育 

9787547714843 
快乐读书吧·三年级上册  安徒生童话 25 

北京日报 
三年级 

2219520064 人民教育 

  快乐读书吧·三年级下册 中国古代寓言 25 北京日报 三年级 

  快乐读书吧·三年级下册 拉·封丹寓言 25 北京日报 三年级 

  快乐读书吧·三年级下册 克雷洛夫寓言 25 北京日报 三年级 

9787107172465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草叶上的歌 三年级下册  10.4 人民教育 三年级 

2219530081 国学·三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三年级 

9787556202485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升级版）：豆蔻镇的居民和强

盗 
15 湖南少儿 三年级 

9787535868923 汤素兰·幻想精灵系列:时间之箭 18 湖南少儿 三年级 

合计 266.4 

9787553957357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四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四年级 

2219520143 中华经典诵读 ·四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四年级 

2219520114 小学语文阅读·四年级下册 11 湖南教育 四年级 

2219530082 国学·四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四年级 

9787556227884 共读我们的亲子时光 35 湖南少儿 四年级 

9787107178405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千纸鹤     四年级上册 10.10  人民教育 四年级 

9787107182174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百合花开   四年级下册 11.10  人民教育 四年级 

2219520066 语文素养读本四年级上册 莱茵河的手镯 28 人民教育 四年级 

2219520068 语文素养读本四年级下册 人生的瓶子 28 人民教育 四年级 

9787556204731 “笨狼的故事”美绘版：笨狼的故事 26 湖南少儿 四年级 

9787556201495  王一梅儿童文学获奖作品·有爱心的小蓝鸟 20 湖南少儿 四年级 

97875538101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年级上册） 21 岳麓书社 四年级 

合计 263.20  

9787553957364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五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五年级 

2219520144 中华经典诵读 ·五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五年级 



像 

2219520115 小学语文阅读·五年级下册 12 湖南教育 五年级 

2219530083 国学·五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五年级 

9787556237173  杨雨讲诗词故事（珍惜卷） 29.8 湖南少儿 五年级 

2219520069 语文素养读本五年级上册 少年不识愁滋味 30 人民教育 五年级 

2219520070 语文素养读本五年级下册 看蒙娜丽莎 30 人民教育 五年级 

9787107188282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走进书里去  五年级上册 15.00  人民教育 五年级 

9787107193057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童年的玩与学 五年级下册 17.90  人民教育 五年级 

978755381012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年级上册） 21 
湖南岳麓书

社 
五年级 

9787556231416 汤素兰童年风景成长小说：阿莲 35 湖南少儿 四年级 

合计 263.7 

9787553957371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六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六年级 

2219520153 中华经典诵读·(3-6 年级） 10 
湖南电子音

像 
六年级 

2219520145 中华经典诵读 ·六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六年级 

2219520116 小学语文阅读·六年级下册 12 湖南教育 六年级 

2219530084 国学·六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六年级 

9787556237180  杨雨讲诗词故事（智慧卷） 29.8 湖南少儿 六年级 

9787107196935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倾听鸟语    六年级上册 16.00  人民教育 六年级 

9787107199806 新课标语文同步阅读   理想的风筝  六年级下册 16.30  人民教育 六年级 

2219520071 语文素养读本六年级上册 成长的烦恼 30 人民教育 六年级 

2219520072 语文素养读本六年级下册 流动在光里的烟 30 人民教育 六年级 

9787556214143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获奖作品:暮色 18 湖南少儿 六年级 

9787553808703 小学生必备古诗 75 首（附 10 首）小学段 29.8 岳麓书社 六年级 

合计 264.9 

9787553957388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七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260 名著导读:湘行散记·湘西/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湘行散记 

20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218590 22.8 人民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314 名著导读：海底两万里七年级下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海底两万里 

28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316593 38.8 人民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284 名著导读：骆驼祥子七年级下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骆驼祥子 

18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316623 28.8 人民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246 名著导读：山地回忆·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七年级上

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白洋淀纪事 

29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323621 35.8 人民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291 名著导读:朝花夕拾·呐喊七年级上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朝花夕拾 

20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316616 22.8 人民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277 名著导读:城南旧事七年级上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城南旧事 

20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316609  24.8 人民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08239 名著导读:猎人笔记七年级上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猎人笔记 

24 岳麓书社 七年级 

9787107319525 38.8 岳麓书社 七年级 

2219520146 中华经典诵读 ·七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七年级 

2219520122 梦中的康桥——徐志摩作品聆听与欣赏(陈醇朗诵） 12 
湖南电子音

像 
七年级 

2219520121 月下的荷影——朱自清作品聆听与欣赏孙道临朗诵） 10 
湖南电子音

像 
七年级 

2219520117 语文阅读·七年级下册 16 湖南教育 七年级 

2219530085 国学·七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七年级 

978755381014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七年级上册） 18 岳麓书社 七年级 

合计 288.00/341.60 

9787553957395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八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八年级 

9787553808765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版：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梦天新集：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26 岳麓书社 八年级 

9787107321467 32.8 人民教育 八年级 

9787553808772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25.00  岳麓书社 八年级 

9787107324963  20.8 人民教育 八年级 

9787553809854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飞向太空港（平装）八年级上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飞向太空港 

31 岳麓书社 八年级 

9787107323638 35.8 人民教育 八年级 

9787553809816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寂静的春天八年级上/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寂静的春天 

25 岳麓书社 八年级 

9787107321450 29.8 人民教育 八年级 

9787553808161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昆虫记八年级上册/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昆虫记 

22 岳麓书社 八年级 

9787107321498 34.8 人民教育 八年级 

2219520147 中华经典诵读 ·八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八年级 

2219520127 雨巷的丁香——戴望舒作品聆听与欣赏(乔榛朗诵） 16 
湖南电子音

像 
八年级 

2219520126 春风落木——杜甫作品聆听与欣赏(张家声朗诵） 16 
湖南电子音

像 
八年级 

2219520118 语文阅读·八年级下册 14 湘教 八年级 

2219530086 国学·八年级下册 15 湘教 八年级 

978755381015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八年级上册） 20 岳麓书社 八年级 

合计 268.00/293.00 

9787553957401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九年级孩子 48 湖南教育 九年级 

2219520148 中华经典诵读 ·九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九年级 

2219520131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作品聆听与欣赏(李默然朗诵） 29.8 湖南电子音 九年级 



像 

2219520129 大江东去——苏轼作品聆听与欣赏(鲍国安朗诵） 18 
湖南电子音

像 
九年级 

2219520119 语文阅读·九年级下册 16 湖南教育 九年级 

2219530087 国学·九年级下册 15 湖南教育 九年级 

978755381016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九年级上册） 21 岳麓书社 九年级 

9787553808116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版：艾青诗选/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艾青诗选 

18.00  岳麓书社 九年级 

9787107326790  33.8 人民教育 九年级 

9787553808642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版：泰戈尔诗选/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泰戈尔诗选 

18.00  岳麓书社 九年级 

9787107326806  27.8 人民教育 九年级 

9787553808444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儒林外史（平装）九年级下 

27 岳麓书社 九年级 

9787107329470 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世说新语 27.80  人民教育 九年级 

9787553808147 名著导读名家讲解: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九年级下册 20.00  岳麓书社 九年级 

合计 268.60/294.20 

9787553957418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高一孩子 48 湖南教育 高一 

2219520149 中华经典诵读 ·高中一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一 

2219520135 忆梅西洲——乐府名篇聆听与欣赏(王雪纯朗诵） 36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一 

2219520133 挑灯看剑——辛弃疾作品聆与欣赏(曹可凡朗诵） 32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一 

2219520074 语文素养读本·高中卷 2 森林之魅 25 人民教育 高一 

2219520073 语文素养读本·高中卷 1 语言的故乡 25 人民教育 高一 

2219530088 国学·高一年级下册 18 湘教 高一 

9787020143054 日子疯长 48 人民文学 高一 

合计 242.00  

9787553957425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高二孩子 48 湖南教育 高二 

2219520150 中华经典诵读 ·高中二年级（春季版） 10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二 

2219520137 东篱采菊——陶渊明作品聆听与欣赏(李野墨朗诵） 36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二 

2219520136 烈士悲心——三曹作品聆听与欣赏(徐涛朗诵） 36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二 

2219520076 语文素养读本·高中卷 4 孤独的割麦女 25 人民教育 高二 

2219520075 语文素养读本·高中卷 3 银风筝下的伦敦 25 人民教育 高二 

2219530089 国学·高二年级下册 18 湘教 高二 

9787020143054 日子疯长 48 人民文学 高二 

合计 246.00  

9787553957432 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高三孩子 48 湖南教育 高三 



2219520151 中华经典诵读 ·高中三年级（全一册） 15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三 

2219520139 古道西风——元曲名篇聆听与欣赏(薛忠锐朗诵） 39.8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三 

2219520138 铁马冰河——陆游作品聆听与欣赏(赵兵朗诵） 36 
湖南电子音

像 
高三 

2219520109 
百朗英语听力风暴（智能版）高考英语听力模拟训练[第

7 辑] 
56.8 

安徽少年儿

童 
高三 

2219520078 语文素养读本·高中卷 6 和家道别 25 人民教育 高三 

2219520077 语文素养读本·高中卷 5 时间箭头 25 人民教育 高三 

2219530090 国学·高三年级下册 18 湘教 高三 

合计 263.60  

 

 

 

 

 

 

 

 

 

 

 

 

 

 

 

 

 



附件 5： 

 “书香校园”教师阅读评选活动推销书目 
序

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开本 

1 心印--我的教育人生手记 湘教 刘道玉 著 16 开 

2 叩启智慧之门 湘教 褚俪华 主编 16 开 

3 与点--我的时光之书 湘教 郑艳 著 16 开 

4 教育生活的永恒期待 湘教 刘铁芳 著 16 开 

5 不做庸师 湘教 常作印 著 16 开 

6 教育的生命底色 湘教 武凤霞 著 16 开 

7 我们这一代教师的精神面相 湘教 张文质 著 16 开 

8 课堂飘香是茉莉 湘教 王文丽著 16 开 

9 带一袭书香进校园 湘教 金沙 著 16 开 

10 给教育一个远镜头 湘教 黄耀红 著 16 开 

11 做一个开心的教师 湘教 侯公甜、刘凌宇 编著 16 开 

12 教育十大转型 湘教 王迅、周文和编著 16 开 

13 
一片童心——校长妈妈的 107篇

教育手记 
湘教 邹硕著 16 开 

14 
怎样教解题——波利亚数学教

育思想研究 
湘教 赵雄辉、刘云章 编著 16 开 

15 语文有效教学策略 湘教 马智君 著 16 开 

16 基础教育策论 湘教 张毅龙 著 16 开 

17 构建教育新模式 湘教 张卓玉 著 16 开 

18 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湘教 郝志军 著 16 开 

19 追寻去功利化的教育模式 湘教 杨帆 著 16 开 

20 
创新教育与高效课堂的实践研

究 
湘教 

王迅、宋石山、陈艳芳 

编著 
16 开 

21 吾土吾湘 湘教 黄耀红 著 16 开 

22 课堂观察与评价策略 湘教 马智君 编著 16 开 

23 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 湘教 王朝庄 杨自起 编著 16 开 

24 湖湘教育论坛 名校长演讲录 湘教 
丛书主编贾腊生本册主

编龚明斌 
16 开 

25 湖湘师表 师德巡讲录 湘教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

中心 编 
16 开 

26 
尊重比爱更重要--一个教育者

的遐思 
湘教 陈艳萍 著 16 开 



27 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苏教 陈祥悦 著 16 开 

28 情境教学操作全手册 苏教 冯卫东 主编 16 开 

29 自主教学操作全手册 苏教 诸葛彪、董克发 主编 16 开 

30 创新教学操作全手册 苏教 王  玮 主编 16 开 

31 班主任工作全手册 苏教 刘沛华 主编 16 开 

32 新教师工作全手册 苏教 周震宇 主编 16 开 

33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手册 苏教 刘海莉、刘春杰 主编 16 开 

34 高效教学操作全手册 苏教 马友平 主编 16 开 

35 教育非常道 苏教 王益民 著 16 开 

36 教育原来如此美好 苏教 包祥 著 16 开 

37 教育的是是非非 苏教 武宏伟 著 16 开 

38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

究 
苏教 杨九俊 主编 16 开 

39 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应用 苏教 蔡伟 著 16 开 

40 
教育像什么－一部形象化的教

育学 
苏教 孙孔懿 著 16 开 

41 论特级教师 苏教 金连平 著 16 开 

42 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苏教 包祥 著 16 开 

43 教育不简单 苏教 
主编 岳亚军 副主编 

钮美英 
16 开 

44 好习惯成就好人生 苏教 孙云晓 著 16 开 

45 
向孩子学习:一种睿智的教育视

角 
苏教 孙云晓 著 16 开 

46 
语文的原点——本色语文的主

张与实践 
苏教 黄厚江 著 16 开 

47 
课堂因生成而精彩--高效教学

的生成智慧 
苏教 张文质、孙明霞 主编 16 开 

48 做幸福的老师 苏教 王三阳 著 16 开 

49 让创新思维在课堂飞扬 苏教 杨九俊、王一军 编著 16 开 

50 幸福教育的样子 苏教 杨九俊 著 16 开 

51 蓬勃生长欢乐颂 苏教 杨九俊 著 16 开 

52 花开的声音 苏教 杨九俊 著 16 开 

 
 


